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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訪俄展影響力習近平訪俄展影響力 烏盼中推動結束戰爭烏盼中推動結束戰爭
（（路透社路透社））（中央社基輔20日綜合外電報導）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抵俄羅斯訪問，展現中國外交影響力
，試圖將北京塑造為俄烏戰爭和平使者；烏克蘭
則是密切關注習近平莫斯科行，盼北京推動結束
俄烏戰爭。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習近平
在俄羅斯進行國是訪問，並將會晤俄國總統蒲亭
（Vladimir Putin），對他而言這是個及時機會，
得以展現中國在世界舞台與日俱增的外交影響力
，並且展現挑戰美國所領導世界秩序的野心。

北京當局將此行定調為 「和平之旅」，習近
平將在烏克蘭戰爭方面 「發揮建設性角色促進和
談」。而在幾天前，中國才取得重大外交勝利，
透過斡旋促成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和解，幫助這
兩個世仇恢復外交關係，令外界大感意外。

烏克蘭外交部今天表示，烏方期待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俄國首都莫斯科訪問期間，能運用
北京的影響力，來推動結束俄烏戰爭。

烏克蘭外交部發言人尼柯蘭科（Oleg Niko-
lenko）在傳給法新社的評論中表示： 「烏克蘭密
切關注中國國家主席對俄羅斯的訪問。我們期待
北京運用自身對莫斯科的影響力，來讓它結束對
烏克蘭的侵略作戰。」

此外，烏克蘭也憂心中國最終會決定軍援戰
略夥伴俄國，對戰爭造成重大影響。

基輔智庫 「新歐洲中心」（New Europe Cen-
ter）首席副主任蘇羅德基（Sergiy Solodky）表示
， 「烏克蘭只懷抱最低程度的期望：僅希望事態
不要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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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honest,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s really a violation of world
peace. More than a year has passed now
and Russia has found itself in a serious
dilemma as the continuing conflict has

begun to affect the Russian
economy along with the
growing lack of support for
the war from the Russian
people.
Look at the current chao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tragic and traumatic
displacement of nearly 10
million Ukrainian refugees.
Every day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begs al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for more
arms to resist Russia’s
invasio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also entered
a dark period marked by

rising prices and energy inflation. They
have to tighten their belts even more now
to help Ukraine and life is much more
difficult.

Over the past few days, we are

suddenly facing serious trouble in our own
financial system. The Federal Reserve is
facing a dilemma on how to control
inflation while also raising the interest
rate. President Putin should wake up. He
should not think about going back to the
"glory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s past. He
needs to give back the land to Ukraine
and start negotiations for peace.

Honduras recently called for the
severe action of cutting of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The official reason
is that Honduras now wants Taiwan to
pay more money to build a power plant in
their country. The really amazing thing is
that Honduras is publicly begging for
money, as if openly holding the power
plant project for a "ransom" in exchange
for diplomatic ties and recognition.

Only time will tell, but right now we
are moving toward two separate and
divided parts of the world. 0303//1818//20232023

Today's World Is Really ChaoticToday's World Is Really Chaotic

老實說，俄羅斯對烏克蘭之侵略行為，實在是違反世界和平之不法
行為。一年多過去了，俄羅斯深䧟進退維谷之窘境。

看看我們目前的世界，尤其是烏克蘭近千萬人流離失所，總統每
天在世界各地乞求大家多給軍火來抵抗俄羅斯之入侵。歐洲各國也因而
進入径濟之黑暗期，物價能源通貨膨脹，還要縮緊口袋援助烏克蘭，
真是內外交困，生活更加困苦。

幾天來，美國矽谷銀行及歐洲金融系統面臨重大打擊，由于美聯
儲會不斷升息，又要抑制通膨，左右為難，這些都是戰爭惹的大禍。

普京總統應該醒醒了，不要在想回到蘇聯往日之榮景，應該做識
實務者之俊杰，放下自己之狂妄想法，還是回到自己的領土，還世界
一個和平之環境吧。

宏都拉斯最近叫嚷和台灣斷交，理由是三億美金之水力發電機沒有
人買單，世界上真有這么多令人稱嘖的事，可以在左右逢源之中乞討
伸手。

我們非常遺憾這𠆤 世界真的變了，可能是走向一分為二之地區，
是禍是福，只有时間來分解了。

世界真的很亂世界真的很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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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唯有支持華裔唯有支持華裔----華人應捐棄己見華人應捐棄己見
票投李惠華連任芝加哥中國城區長票投李惠華連任芝加哥中國城區長

芝加哥地區今年的第十一區區長選戰風雲詭譎, 華裔區長李惠華(Nicole Lee) 雖然在第一輪選戰中勝
出, 但是由於另一位華裔曾偉民 Don Don的投入選局, 分散了華裔選票,所以李惠華得票率未過半, 僅僅以
區區200票超越了東尼•西亞拉維諾(Anthony Ciaravino), 根據選舉法規兩人必須在4月4日進行複選, 因
此曾偉民的支持者投票的去向就成為勝負的關鍵。

照理說只要那些在初選時支持曾偉民的華裔選票在複選時流向李惠華, 她就可以輕鬆的勝出, 但是很
不幸的是, 曾偉民卻不願意表態支持同為華人的李惠華, 當芝加哥論壇報已經二度公開表示支持李惠華後
詢問曾偉民的態度時,他竟然回答說, 他要保持”中立”的立場, 誰都不支持。

這真是一個令人失望又莫可奈何的答案, 試問曾偉民先生，難道你寧願讓其他族裔的人來做我們中國
城的區長, 也不願華裔自己領導我們嗎？試想，如果中國城再次淪為其他族裔手下，你自已在三年後復出
參選，你會有更高的勝算嗎？千萬別錯估了形勢, 成為中國城失陷的罪人。

我認為芝加哥市長萊特富對華裔社區最大的貢獻就是在去年3月24日任命的李惠華為第十一區區長
使她成為芝加哥歷史上第一位華裔區長, 李惠華是一位在中國城出生長大的華裔下一代, 這是芝加哥華裔
的榮耀, 當她擔任玩快滿一年的任期後, 她的勤奮敬業與專業讓我們感動 ,也為華裔在芝加哥的未來充滿了
無比的信心！

李惠華能成為第一位芝加哥華裔市議員並不是大家預期的，如不是因為橋港區區長唐信因腐敗被定
罪辭職, 李惠華是沒有機會接替這個職位的, 不過在這個位子出缺後, 竟有27人報名爭取, 每位候選人的條
件都不錯, 所以市長遴選時十分慎重, 儘管芝加哥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亞裔增加了 31%達到 192,586 人,
而11區亞裔更超過四成，所以萊特富特面臨了選擇亞裔為區長的壓力, 然而她從未承諾一定會遴選亞裔,
她面臨了天人交戰的抉擇, 不過當她宣布李惠華是她所欽點的人選時,展現了她的決心和果斷。

萊特富特特推崇李惠華的學識、經歷與其對社區的卓越貢獻, 認為她一生都在關心第 11 區的問題,對
社區的奉獻精神大家有目共睹,在她職業生涯中所參與的各種社區組織過程中所展現出的能力一定可以勝
任11區區長的職務, 以促成這個區的繁榮。

事實勝於雄辨,畢業於印第安納大學公共與環境系, 並取得芝加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的李惠華,粵
語相當熟稔, 曾經擔任過聯合航空(UA)全球社區參與社會影響優化總監,在加入United之前，她也先後在
不同性質公司任過要職, 並且還有社區服務的經歷, 確實是學經歷豐富, 堪當區長大任, 讓我們捐棄己見投
票祝福她, 讓她在複選中獲勝以保住華裔區長之職位, 以為我們在市議會發聲,並爭取我們華裔應有的權益!

【綜合報道】沙特阿拉伯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本·
薩勒曼週日正式宣布，沙特成立一個新的國家航空公司
——利雅得航空公司（Riyadh Air），由業內資深人士
托尼·道格拉斯（Tony Douglas）出任首席執行官。報導
稱，沙特正在採取行動與地區航空巨頭展開競爭。

據沙特國家通訊社（SPA）報導，到2030年，利雅
得航空公司將利用沙特位於亞洲、非洲和歐洲之間的地
理位置便利，提供飛往全球100多個目的地的航班服務
。

路透社稱，這個新的航空公司預計將為沙特的非石
油國內生產總值增加200億美元，並直接或間接創造20
多萬個就業崗位。隨著旅遊業從新冠疫情中復蘇，這家
航空公司可能將會與地區航空巨頭阿聯酋航空、卡塔爾
航空和土耳其航空展開一場更激烈的客源爭奪戰。

利雅得航空公司將由沙特的主權財富基金——公共
投資基金（PIF）全資擁有。擁有超過6000億美元資產

的該基金是沙特努力實現經濟多元化和擺脫石油依賴的
主要推動力。

另據《華爾街日報》12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說法報導
稱，沙特公共投資基金與美國波音公司接近簽署一項價
值350億美元的飛機採購合同。了解這項交易的消息人
士說，沙特有意採購的這些飛機預計將包括經常用於國
際長途飛行的寬體客機，並將交由新成立的航空公司使
用。不過該報報導指出，即使在談判終局階段，這類飛
機採購交易也有可能無法達成。

路透社稱，去年10月，沙特就從空客公司訂購近
40架A350客機進行過深度談判。而業內消息人士告訴
路透社，波音公司試圖從沙特的交通產業投資中分一杯
羹。

國有的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Saudia）負責人當時
告訴路透社，該公司正在就自己和一家計劃中的新航空
公司的訂單與波音和空客兩家公司進行談判。

海牙國際刑事法庭向普京發出逮捕令海牙國際刑事法庭向普京發出逮捕令，，是一紙空文還是另有深意是一紙空文還是另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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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民眾在經濟產業省門前舉行集會，

打出“別把汙染水排放入海！”等標語，抗議日本政

府和東京電力公司計劃將福島第壹核電站核汙染水排

放入海。

日本社民黨黨首福島瑞穗在集會上表示，核事故

如今仍在繼續，相關緊急事態宣言也未解除，不能把

核汙染水排放到海裏，放射性物質必須集中管理。

家住福島的武藤類子發出書面呼籲。她表示，壹

旦開始向海洋排放，今後幾十年都將持續排放。核汙

染水流向的地方，有以大海為生的人們，有以大海為

家的生物。核汙染水排海是對生命的侵害。由於核事

故，已經有大量放射性物質進入環境，而政府和東京

電力公司還要有預謀地排放放射性物質入海，讓人無

法忍受。

現年71歲的福島縣新地町漁民小野春雄發布視

頻信息。他說，如果排放核汙染水，漁業和旅遊業

都會受到影響。海是生命之源，人類隨意汙染真的

可以嗎？引發事故的是企業，需要保護的是受害的漁

民、農民和福島縣居民。

日本政府 2021年 4月決定，將福島第壹核電站

內上百萬噸核汙染水經處理並稀釋後，於2023年春

排放入海。核汙染水排海計劃推出後，壹直遭到漁

業團體等日本國內民間團體的反對。不顧國內和國

際社會反對，日本政府今年1月 13日稱，“今年春

夏之際”開始向海洋排放經處理過的福島第壹核電

站核汙染水。

馬來西亞檢方起訴
前總理穆希丁受賄及洗錢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檢方正式以

涉嫌受賄濫權、洗錢等罪名起訴前總

理穆希丁。吉隆坡地方法院承審法官

裁定將於5月開審該案。

檢方指控穆希丁在擔任總理期

間，為土著團結黨收取四家公司(

個人)總計 2.325 億林吉特(1 美元約

合4.52林吉特)的賄賂，涉嫌受賄濫

權。此外，他還在2021年和2022年

兩度為土著團結黨收取壹家公司總

額1.95億林吉特的政治獻金。檢方認

為這些政治獻金來自於該公司的非法

收益，因此穆希丁涉嫌觸犯反洗錢法

規。

根據馬來西亞相關法律，若法院

判決穆希丁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能面

臨20年有期徒刑和5倍於涉案金額的

罰款。

穆希丁在庭上否認所有罪名。承

審法官以扣押其護照和繳納200萬林

吉特保釋金為條件，允許穆希丁交保

候審。

穆希丁被起訴當日正逢土著團

結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穆希丁稱

不會主動辭去土著團結黨主席職務

，而是由該黨最高理事會決定自己

去留。

土著團結黨是馬來西亞主要反對

黨之壹，穆希丁還是反對黨聯盟——

國民聯盟的主席。在穆希丁被起訴之

前，土著團結黨另壹位高層、宣傳部

前主任賽夫已被檢方以涉嫌受賄起訴

。穆希丁壹直堅稱這些起訴是執政黨

在今年地方選舉前打擊其陣營的“政

治性起訴”。

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和檢方則堅

持起訴是從“證據和事實”出發，不

涉政治因素。

現年75歲的穆希丁曾於2020年3

月到2021年8月任馬來西亞總理。他

也是繼納吉布之後第二位因涉嫌貪腐

被起訴的馬來西亞前總理。

兩位日本前首相批岸田政府
民眾高呼“不要核電”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

本前首相小泉純壹郎與菅直人壹同出

席在東京都千代田區日比谷公園舉行

的東日本大地震追悼活動，呼籲“零

核電”。

小泉指出，“核電站會讓人失去

家鄉。若現在的首相說要利用自然能

源使核電為零，幾乎所有國民都會贊

成吧。”

當小泉號召稱“希望朝野政黨共

同努力”時，現場觀眾紛紛鼓掌。

小泉還批評了決定積極利用核電的

岸田政府。

地震發生時是民主黨政府首相的菅

直人也質疑核電稱，“若發生事故就等

於被投下核彈”。他對小泉表示，為實

現零核電，“我們兩人能壹起執政就好

了”，引起壹陣笑聲。

在附近的首相官邸前，反對核電的

市民團體等敲響打擊樂器，齊聲高呼

“不要核電，反對重啟”。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海域

發生9.0級地震並引發特大海嘯，受地

震、海嘯雙重影響，福島第壹核電站大

量放射性物質泄漏，導致發生嚴重核事

故。

韓美大規模演習前壹天
朝鮮發射2枚戰略巡航導彈

綜合報導 朝鮮進行戰略巡航導彈潛

射訓練，並取得預期成果。

據報道，2枚戰略巡航導彈沿著在朝

鮮東海設定的模擬1500公裏界限距離的

八字形飛行軌道，共飛行7563秒和7575

秒，擊中了目標。

報道稱，朝鮮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

對此次發射訓練結果表示滿意。通過發射

訓練，確認武器系統的可靠性，檢驗和判

定了潛艇部隊水對地攻擊作戰態勢。

報道還稱，通過潛射訓練，明確表示

了朝軍始終要“以壓倒性的強大實力”，

管控美國和韓國反朝軍事行動的不變立場

，並證明了“核戰爭遏制手段在不同空間

的經常運轉狀態”。

當天，朝鮮外務省發表聲明稱，在美韓

大規模演習將於13日起上演之際，美國策劃

與其追隨勢力強行召開聯合國安理會非正式

會議，討論莫須有的朝鮮“人權問題”。

聲明稱，美國的“人權”打壓活動是

對朝敵視政策的最集中表現，朝鮮對此予

以強烈譴責並全面反對。

聲明指出，美國再次大打派不上用場

的“人權牌”，用心險惡，這點朝方早已

看透。美國很久以前把“人權問題”利用

於以搞垮主權國家制度、政權更疊為目的

的內政幹涉工具，是世

人皆知的事實。

聲明強調，朝美較

量不僅是實力較量，而且

是思想和制度的較量。為

了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利

益，將針對美國及其追隨

勢力的敵對活動，采取超

強力反制措施。

另據韓聯社報道，

韓美軍方將於13日至23

日舉行“自由護盾”演

習，演習將以模擬實戰的形式，持續進行

11天。

聯演期間，韓美將集中進行代號為

“雙龍”的聯合登陸演習、代號為“柚木

刀”的聯合特戰演習等20多項演習，被

命名為“戰士護盾”的聯合野外實兵機動

訓練將恢復至“鷂鷹”訓練以上水平。



歐洲或將連續第二年經歷夏季極端幹旱

部分國家限制用水

繼去年遭遇500年壹遇的夏季大幹

旱和異常幹燥的冬季之後，歐洲多國眼

下正面臨連續第二年的幹旱。多國政府

正在制定行動計劃，為農作物減產做準

備，並在可能的又壹個炎熱幹燥的夏季

到來之前限制用水，未雨綢繆。

據報道，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的

氣候學家安德裏亞· 托雷蒂（Andrea Toreti

）稱：“這些情況在過去很少見，但氣候

變化正在改變歐洲的降水狀況，並使極端

天氣氣候事件更加頻繁，更加劇烈。”不

過托雷蒂也表示，將冬季幹旱歸因於氣候

變化還需要進行具體的分析。

“由於過去幾周缺乏降水，同時考

慮到2022年的幹旱，人們越來越擔憂。

未來幾周將至關重要。”托雷蒂說。

意大利農民因幹旱更換作物
據路透社報道，科學家和環保組織

稱，今年冬季持續數周的幹燥天氣預示

著意大利可能連續兩年遭遇幹旱。

2月，意大利國家研究委員會（CNR

）稱，2022年意大利北部的降雨量較平

均值減少了40%。自2023年初以來，降

雨量還在持續減少。

2月20日，水城威尼斯的運河經歷

了異常的低水位，貢多拉、水上出租車

和救護車無法從幹涸的河道中通過。與

此同時，在意大利北部，遊客可以從加

爾達湖（Lake Garda）岸邊步行至通常

只能乘船到達的聖比亞焦（San Biagio）

小島。

河流與湖泊缺水的原因之壹是高山

融雪量不足。據《衛報》報道，阿爾卑

斯山今冬的降雪量比往常減少了 63%。

去年夏季，因高溫天氣持續、降雨量

減少，意大利最長的河流波河（Po）水位

降至70年來最低點。嚴重的缺水影響了波

河流域超過壹半的農業生產基地，包括意

大利著名的火腿產地帕爾馬（Parma）。

專家表示，意大利上壹次經歷連續

兩年的幹旱是在1989到1990年，但現在

情況更加嚴峻。

為應對可預見的夏季幹旱，意大利

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已決定任

命壹名“具有行政權的特別專員”來執

行政府的抗旱計劃。

由於冬季降雪量少，融雪無法為波

河及其支流提供足夠的補給，意大利北

部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Emilia-Romag-

na）的農民擔心他們可能不得不放棄玉

米和大豆等傳統作物，轉而種植向日葵

。該地區是意大利生產力最高的農業區

之壹，缺水不僅打擊種植業，還可能影

響該地區畜牧業的飼料供應。

3月1日，意大利農業、糧食主權和

林業部部長弗朗切斯科· 洛洛布裏吉達

（Francesco Lollobrigida）在向政府匯報

時，將缺水描述為緊急情況。他稱基礎

設施是影響供水的重要因素：“我們必

須幹預長期、中期和短期的輸水規劃，

使現在漏水率高達近50%的渡槽（高架

水渠）效率更高，並為水庫和水流域制

定計劃。”

法國政府限制居民用水
法國氣象局稱，法國自1月下旬以

來已有連續32天未下雨，這是自1959年

有記錄以來最長的冬季幹旱。法國阿爾

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脈和其他山脈的

降雪量也遠低於往常，異常的幹旱已為

今年夏季敲響警鐘。

法國媒體稱，幹涸的河床和湖泊出現

在法國各地。法國西南部的蒙貝爾湖

（Lac de Montbel）有80%以上幹涸，當

地帆船俱樂部的船只擱淺在裸露的棕色

湖岸上。

3月7日開始，法國大部分地區出現

降雨。降雨將持續到周末。然而，這種

降雨尚不足以抵消冬季幹旱的影響。

為應對幹旱，法國總統馬克龍承諾

政府將在3月中旬發布壹項緊急“用水

計劃”。

據路透社報道，3月6日，法國生態

轉型部長貝舒（Christophe Béchu）表示

，鑒於地下水位已經低至壹個警報值，

法國各省長及大區區長應該迅速頒布法

令限制當地用水。此前，貝舒在2月27

日與法國各地區代表會面，以了解國內

整體水資源狀況。

據歐洲新聞臺（Euronews）報道，

法國南部的伊澤爾省（Isere）、瓦爾省

（Var） 、 羅 訥 河 口 省 （Bouch-

es-du-Rhone） 和 東 比 利 牛 斯 省

（Pyrénées-Orientales）已經實施了用水限

制，居民被禁止給遊泳池註水或者洗車

，當地農民必須將用水量減半。另有10

個省被列入警戒名單。

預計2023年上半年的電力供應或將

受到幹旱影響。“總體而言，我們預計春

季和夏季的水力發電量較低，河流水位較

低，”壹位能源咨詢行業人士表示。

法國氣象局稱，未來三個月的降雨

至關重要。降雨量決定了河流和地下水

在夏季之前能否恢復到正常水位。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稱

，對比1945年之前與之後的幹旱情況得

出，去年夏天的幹旱原因是人為引起的

氣候變化，而今年冬天的幹旱有著“相

同的特征”。

歐洲國家普遍擔憂缺水影響
除了法國、意大利，德國、西班牙

和英國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對這個夏

季幹旱導致缺水的擔憂。

專家表示，年初德國的降雨並不足以

濕潤近年來幹旱得令人擔憂的深層土壤。

德國聯邦統計局上周稱，幹旱和高

溫導致去年蔬菜收成大幅下降，與2021

年相比下降了12%，與過去五年平均水

平相比下降了2%。

科學家們警告，冬季幹旱的影響很

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內在德國和奧地利

的低地地區顯現：冬季降雪減少，意味

著氣溫回暖之後註入中歐河流的積雪融

水也將減少。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水文學和氣候

影響教授布倫納（Manuela Brunner）說

：“現在的降雪量減少有可能會轉變為

未來的夏季幹旱。”

去年1月以來，整個西班牙都處於

幹旱之中。2022年是西班牙自1961年有

記錄以來最熱的壹年。

今年1月，西班牙環境部長裏貝拉

（Teresa Ribera）警告稱，氣候緊急情況

已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她認為西班牙

必須為“更長的極端幹旱周期和猛烈的

洪水期”做好準備。

不過，由於西班牙最近迎來降水，

水資源儲備達到51%，遠高於2022年底

的危險低位35%。

然而，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幹旱狀況

仍舊令人擔憂。本周，當地政府出臺了

用水規定，要求農業用水減少40%，工

業用水減少15%，並將居民人均每日供

應量從250升降至230升。

英格蘭則面臨著嚴重幹旱的風險。

自2023年1月底以來整個英格蘭的降雨

量都很少，63%的河流水位低於同期正

常水位。

國 家 幹 旱 組 織 （the National

Drought Group）警告稱，如再經歷壹段

旱期，英格蘭就將面臨與去年夏天相似的

嚴重幹旱。截至2023年2月底，東安格利

亞和德文郡（East Anglia and Devon）、

康沃爾和錫利群島（Cornwall and the

Isles of Scilly）這兩個地區仍處於官方宣

布的幹旱狀態。東安格利亞是英格蘭很大

壹部分需要灌溉的農作物的種植地。

由於歐洲農業生產受到幹旱及其他因

素影響，英格蘭部分超市自2月底以來已

經開始對農產品實行定量銷售，包括西紅

柿、辣椒、黃瓜、西蘭花和生菜。

由於過去幾周缺乏降水，同時考慮

到2022年的幹旱，未來幾周的降水情況

將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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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法國參議院以 195票贊成對 112票

反對的結果，表決通過了退休制度改革方案。

該方案的關鍵措施是將退休年齡逐步從62歲提高

至64歲。

法國總理博爾內發文說：“經過數百小時的討

論，參院通過了退休制度改革方案，這是實現改革

的關鍵壹步，將保證我們養老金制度的未來。”

路透社稱，法國參院通過這壹法案後，壹個聯

合委員會可能將於15日進行審查；若委員會就法

案文本達成共識，兩院預計將於16日進行最終投

票。

在參院開始進行投票前，法國多地再次爆發抗

議示威。壹些抗議者縱火焚燒垃圾，破壞公共汽車

站、路燈和其他城市設施。警方與抗議者發生沖突

，使用噴灑胡椒噴霧驅散人群。巴黎警方說，有32

人被拘留。

法國內政部的數據顯示，超過36.8萬人在全國

多地發起示威遊行，這壹人數少於先前預測的100

萬人。

法國總工會(CGT)的數據則稱，巴黎有30萬人

參加抗議，法國各地有超過100萬人參加抗議。法

國總工會領導人在巴黎發動示威前還表示，法國總

統馬克龍拒絕接受工會領導人召開會議的請求，這

加劇了抗議者的決心。

美聯社稱，馬克龍日前曾致信工會組織稱，他

選擇“讓法國人工作的時間長壹點”，是因為其他

選擇會涉及“減少養老金、提高稅收，或者讓我們

的子孫承擔經濟負擔”。

1月10日，法國總理博爾內公布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計

劃2030年前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2歲逐步提高至64歲，並承諾

將提高最低養老金標準。為減少推行阻力，該方案計劃將最

低養老金標準提高至最低工資標準的85%。博爾內還宣布，

壹些特殊和艱苦行業的退休年齡可酌情放寬。

退休制度改革是馬克龍政府的壹項重要議題。馬克龍在

第壹個總統任期內便開始計劃改革退休制度。但由於遭遇重

重阻力且新冠疫情暴發，退休制度改革進程並不順利，甚至

壹度被擱置。

繼續幫助俄羅斯運油？
五家希臘航運公司遭烏克蘭制裁

綜合報導 因幫助俄羅斯運輸石油，

五家主要的希臘航運公司被烏克蘭政府列

入制裁名單。

這5家公司包括TMS Tankers、Miner-

va Marine、Dynacom Tankers Management

、Thenamaris和Delta Tankers，均由有影響

力的希臘家族和商業巨頭所領導，包括

George Economou、George Prokopiou、An-

dreas Martinos、Nikolas Maritnos和Diaman-

tis Diamantidis。同樣被列入制裁的還有利

比裏亞登記處的3名高級官員。

烏克蘭政府稱，在俄烏戰爭持續、西

方制裁生效的情況下，這些希臘航運公司

仍然繼續與俄羅斯進行貿易和運輸石油，

幫助俄羅斯規避歐盟的石油制裁。

數據顯示，在歐盟實施制裁前後，希

臘航運公司在俄羅斯石油運輸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今年1月希臘油船從俄羅斯位於

波羅的海和黑海的主要石油出口港運出了

40%的石油，而在2月份這壹比例降到了

31%。在2月5日歐盟、英國和美國對俄羅

斯石油產品實施制裁後，希臘船東有29艘

油船停靠過俄羅斯港口，其中13艘掛馬耳

他船旗、5艘掛希臘船旗、9艘掛利比裏亞

船旗、2艘掛馬紹爾群島船旗。

這表明，盡管俄羅斯禁止銷售和出口

符合西方限價

令的貨物，但

運載原油、燃

料油、柴油和

其他精煉產品

的油船依舊通

過合規安排駛

往印度和土耳

其等目的地。

歐盟委員

會稱，歐盟已

經禁止歐盟船

舶運輸俄羅斯

原油和成品油至第三國，提供相關技術幫

助、經紀服務、融資或財務援助都是非法

的；但如果原油或成品油是在價格上限或

低於價格上限的情況下獲得的，則該禁令

不適用。

雖然數據能夠辨認停靠港口的油船，

但不能顯示其裝載的石油商品的類型。據

悉，其中壹部分希臘油船仍由國際保賠集

團協會成員承保，這進壹步保證了這些運

輸貨物符合價格上限的規定。

與此同時，數百萬桶俄羅斯原油和燃

料在距離希臘海岸僅幾英裏的油船之間轉

換，這是交易商用來應對歐盟對俄羅斯制

裁的壹系列變通辦法之壹。根據彭博社的

油船追蹤數據，自今年年初以來在希臘

拉科尼科斯灣，至少有2300萬桶俄羅斯

原油和額外數量的精煉燃料進行了船對

船轉運。對此希臘當局表示，政府的幹預

範圍有限，因為該活動發生在希臘領海6

英裏之外。

希臘是全球最大的油船船東國，在歐

盟就俄羅斯石油幾個上限進行談判時，希

臘是推動提高門檻的國家之壹。在討論相

關措施時，希臘也是推動放松對俄羅斯石

油運輸限制的國家之壹。返回搜狐，查看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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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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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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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2022年3月16日，美聯儲開啟了本輪加息
週期的首次加息。美聯儲當時的政策目標很明確：遏制頑固的
通脹浪潮。

近幾個月來，經濟衰退已經成為華爾街上越來越多討論的
話題，很多機構都預測衰退可能會在今年下半年發生。

如今站在這個令人糾結的十字路口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必須在六天內做出關鍵決定，在下週的FOMC會議上決定下一
步的走向。

從去年3月16日至今，美聯儲的迅猛加息之路已經行進了
整整一年。

就在一年前，也就是2022年3月16日，美聯儲實施了本
輪加息週期的首次加息，並在隨後連續7次加息，累計加息
450 個基點，將聯邦利率基金目標從 0-0.25%一舉提升至
4.5-4.75%區間。

回顧過去一年，美聯儲這一路的加息步伐走得又猛又急，
對於美國通脹打壓的效果卻只能算差強人意。而如今，美聯儲
面前又出現了更多的麻煩：銀行系統突如其來的穩定性風險，
以及愈發加深的經濟衰退風險。
面對這兩條猛虎，美聯儲下一步將如何抉擇？
美聯儲打壓通脹效果差強人意

事實上，每當分析人士和歷史學家回顧貨幣政策歷史時，
總會有很多東西值得思考。

2022年3月16日，美聯儲開啟了本輪加息週期的首次加
息。美聯儲當時的政策目標很明確：遏制頑固的通脹浪潮。

而站在一年後再來回顧，美聯儲的努力並沒有白費：美國
通貨膨脹率的確有所下滑，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也從當時
的8.5%下降至目前的6%，並且仍有繼續下滑的趨勢。

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的通脹水平仍然距離美聯儲2%的
目標相隔甚遠。

這一問題或許該部分歸咎於美聯儲自己：美國的通脹預警
信號早在2021年春季已經顯現，但美聯儲卻堅持認為通脹只
是“暫時的”。直到一年後美國通脹已經升至近40年高位，
美聯儲才急匆匆走上加息的道路。

“美聯儲將認識到，他們起步晚了，通脹比他們預期的更
持久。所以他們可能本應該更早收緊，”PNC金融服務集團首

席經濟學家格斯•福徹（Gus Faucher）表示，“話雖如此，
鑑於美聯儲已經如此激進地收緊政策，美國經濟仍然非常好。
”
兩條猛虎橫在面前

然而，關於美國的經濟增長，可能也並不如福徹所認為的
“非常好”——市場對此仍存爭議。

近幾個月來，經濟衰退已經成為華爾街上越來越多討論的
話題，很多機構都預測衰退可能會在今年下半年發生。

同時最近一周，美國區域性銀行業的突然暴雷，又令事態
面臨了一個巨大的“X因素”。

可能美聯儲自己也沒有料到，他們激進的加息會產生這樣
巨大的副作用：由於美聯儲利率快速拉升，一眾持有美國國債
、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市政債券等原本屬於“低風險產品”的
銀行都受到衝擊，而這其中受害最深的無疑是上周宣布破產的
矽谷銀行。

儘管美國政府和銀行業已經迅速採取援助措施，試圖遏制
危機蔓延，但儲戶和股東們對於美國銀行業的信任仍遠未恢復
。

布萊克利諮詢集團（Bleakley Advisory Group）首席投資
官彼得•布克瓦（Peter Boockvar）表示，有關去年政策舉措
後果的章節現在才剛剛開始撰寫。

“當你不僅在長期處於零利率水平後加息，而且加息的速
度如此之快，如同一頭牛闖進了瓷器店，這必然帶來很多附帶
損害。”他打比方稱，“直到最近之前，這頭牛還能到處猛衝
而不打翻任何東西。但現在情況已經變了，它開始打翻一切東
西了。”
美聯儲站在十字路口上

一面是仍然高企的通脹，一面是銀行系統危機以及由此擴
大的經濟衰退陰霾，美聯儲是會選擇堅持其此前一再申明的意
圖，繼續加息直到通脹率降至可接受的水平，還是會暫時後退
一步，評估當前的金融狀況，然後再採取行動？

如今，站在這個令人糾結的十字路口上，美聯儲主席鮑威
爾必須在六天內做出關鍵決定，在下週的FOMC會議上決定下
一步的走向。

正因為前路如此難以抉擇，所以市場近期對於美聯儲舉措

的預期也不斷劇烈波動。
本月初，鮑威爾的一場國會講話令市場一度恐慌美聯儲將

加息50基點；然而隨後矽谷銀行的光速暴雷破產，又令市場
上出現了暫停加息甚至降息的聲音。而如今，隨著華爾街巨頭
宣布聯手救助第一共和銀行，以阻止銀行危機蔓延，市場對美
聯儲加息的押注又提升了一些。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團(CME Group)的數據顯示，截至週
四下午，市場又回到了加息25個基點預期：認為美聯儲3月加
息25基點的可能性為80.5%。
鮑威爾應該反思

事實上，美聯儲在過去兩年犯下的錯誤是明顯的。
美國的通脹預警信號早在2021年春季已經顯現，但當時

美聯儲卻堅持認為，通脹只是“暫時的”，並堅持不願加息。
直到近一年後，才被迫採取行動。

同時，自2022年7月以來，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也一直在
發出信號，警告經濟增長放緩。同時，美債收益率出現了嚴重
倒掛，也給銀行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然而美聯儲並未因此放緩加息步伐。直至上週矽谷銀行爆
雷之前，鮑威爾仍在國會強調，為了對抗通脹，如有必要將加
快加息步伐。

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的前首席經濟學家、SMBC日興證券
首席經濟學家拉沃尼亞（Joseph LaVorgna）認為，美聯儲過
去一年的行為，就彷佛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他們正在用一個政策錯誤來糾正另一個，”拉沃尼亞說
，“我不知道這是否與政治有關。但他們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
一個極端，這兩個極端都不好。我希望美聯儲能更誠實地評估
自己的錯誤所在。但你通常不會從政府那裡得到這些。”

不過，如果監管機構能夠解決當前的銀行流動性問題，美
國經濟今年應該能夠避免陷入嚴重衰退，那麼美聯儲的失誤只
會造成很小的損失。

"鑑於過去一年的經驗，對鮑威爾和美聯儲的批評是合理的
，" PNC的首席經濟學家福徹表示，“總的來說，他們的反應
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考慮到我們在2020年這個時候的情況
，經濟正處於良好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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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矽谷銀行倒閉、瑞士信貸危機持續發酵讓全
球金融形勢緊張起來。這促使六大央行再次聯手。

市場傳來一則重磅消息：美聯儲等六家央行宣布增強常設
美元互換安排的流動性供應，準備一起應對危機。這是政策制
定者為緩解全球金融體係日益緊張的壓力而做出的最新努力。

聯合聲明表示，“加拿大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歐
洲央行、美聯儲和瑞士央行今天宣布一項協調行動，通過常設

美元流動性互換額度增加流動性供應”。從3月20日開始，
將七天期的操作頻率從每週增加到每天，並將至少持續到4月
底。

此舉出台一周前，美國三家銀行接連倒閉加劇了緊張局勢
。週日早些時候，瑞銀集團在政府的斡旋下同意收購瑞士信
貸集團。就在當地時間3月19日，瑞士聯邦政府宣布，瑞銀
以30億瑞郎收購瑞信，較後者周五市值打四折，瑞士政府將
提供超過 90 億美元，以彌補瑞銀因接管瑞士信貸而可能遭受
的部分損失。瑞士國家銀行還向瑞銀提供了超過 1000 億美元
的流動性，以幫助促成這筆交易，以遏制可能蔓延至全球金
融市場的信心危機。

所謂的美元流動性互換安排，其實就是指美聯儲按一定的
匯率，將美元與其他央行的貨幣進行互換，並約定在以後的
某個時間點，以相同的匯率將貨幣互換回來。該措施既不會
影響美元與相關貨幣的匯率，同時又有助於解決其他國家對
美元的需求。

上一次美聯儲采取這一措施，還是在2008年到2009年金
融危機期間，當時美聯儲向多家海外央行提供臨時美元流動性
互換，用以解決當時美國以外地區出現的短期美元流動性短缺
問題。

2013年，美聯儲與英國、加拿大、日本、歐洲央行及瑞士
央行決定，將臨時美元流動性互換協議變為常設協議。按照協
議，別國央行在面臨美元短缺問題時，可以用本幣向美聯儲兌

換美元，並約定在未來以同樣匯率換回，並支付一定利息。
2020年初在發生國際金融市場巨震和“美元荒”問題時，

美聯儲與主要央行之間的美元貨幣互換體係對於穩定全球美元
流動性、平抑金融市場波動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於美聯儲聯合五大央行重啟美元流動性互換協議，金融
博客零對沖評論道，一旦美元互換額度重新開放，其他的“騎
兵”也會隨之而來：降息，量化寬鬆等等。事實上，儲備金注
入量的激增幅度已經接近創紀錄水平。美聯儲不妨現在就將其
正規化，至少保持人們對銀行業的一些信心，即使這意味著摧
毀人們對“對抗通脹”的美聯儲僅存的所有信心，所有負責美
聯儲的人都要為他們對這場銀行危機的災難性處理而“辭職”
。

由前美聯儲理事Larry Meyer擔任董事長的貨幣政策分析公
司的分析師表示，美聯儲和其他主要央行通過美元互換額度提
供更多美元流動性的舉動表明，人們對金融危機蔓延的擔憂加
劇，這可能會讓市場對美聯儲周四加息的預期更加搖擺不定。
果斷的央行聯合行動會帶來安全感，但也會暴露出大量的焦慮
情緒。歐洲央行上週加息50個基點以及避免提供前瞻指引的做
法可能為美聯儲提供了一個兼顧貨幣緊縮和金融寬鬆的模板。
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可能採取的行動包括暫停加息，但也有
重新啟動加息的可能，以及繼續加息但暗示終端利率將較此前
預期降低的可能。

美聯儲開啟加息一周年美聯儲開啟加息一周年：：鮑威爾站在了十字路口鮑威爾站在了十字路口

（綜合報導）話說，有一家“失敗博物館
”上週五在美國紐約開幕了，這家博物館一共
有159種展品，顧名思義，它們全都是各種失
敗的作品。

事實上，只有那些來自蘋果、谷歌、微軟
等科技巨頭，或者百事可樂、品客薯片之類著
名品牌的失敗品才有資格被展覽。
【谷歌眼鏡】谷歌眼鏡在2012年公開亮相（已
經是 10 年前了），當時作為一款只在科幻小
說裡出現的“智能眼鏡”，谷歌眼鏡在市場上
大受期待。
然而很快谷歌眼鏡就因為一系列的隱私、法律
和安全問題遭受了一連串的批評和抵制（比如
在他人未察覺的情況下拍攝視頻或照片）。
最終谷歌在2015年終止了面向消費者出售的谷
歌眼鏡。

【自毀光盤】這種光盤是迪士尼在2003年發布
的，據稱會徹底改變人們的觀影方式。
這些DVD是由一種對氧氣敏感的特殊膠水製
成的，剛拿出來的時候呈紅色。在打開包裝的
48小時以內，這種膠水會跟空氣反應，最終變
為黑色，也就不能繼續使用了。

它的目標人群是那些不想花大價錢買光盤
，只想看一次電影的群眾，所以售價比傳統光
盤便宜，每張“僅”售7美元，但這個價格還
是比租光盤貴多了。

而且這種光盤的自毀也不徹底，只是不能
繼續觀看，還是會留下污染環境的垃圾，所以
到2008年，這種光盤就被市場淘汰了。
【任天堂動力手套 】這款手套於1989年發布
，根據當時的廣告，這是一款“虛擬現實遊戲
控制器”，據說這個手套能檢測到手腕的傾斜

和手指的擺動，將其轉化為遊戲中的動作。
所以手套剛推出的時候立刻獲得了遊戲玩

家們的追捧，然而沒過多久人們就發現，這東
西根本沒用，不但很難控制，還經常掉線……
所以在推出後不到5個月，它就被淘汰了。
【水晶百事可樂】這款透明的百事可樂首次出
現是在1992年。

當時，美國各大食品和飲料行業內充滿了
巨大的競爭，每一家公司都絞盡腦汁跳出框架
，以創新的食物超越其它競品（可口可樂）。

在這種情況下，這瓶透明的可樂應運而生
。
人們對它的評價很簡單，除了沒有焦糖色素之
外，這就是一瓶百事可樂。

水晶百事剛推出的時候，市場反應非常不
錯，推出的第一季度就獲得了4.74億美元的銷

售額，逼得可口可樂趕緊抓緊研發新產品應對
。
但還沒等到可口可樂出招，水晶百事自己就倒
下了……

因為這瓶飲料喝起來跟普通百事沒什麼區
別，口感甚至還差了一些，所以等大家新鮮勁
一過，人們就不再購買了。

最終水晶百事在推出一年後，就默默地停
產了。

這個展覽不僅像是失敗博物館，更像是各
大品牌的“打臉大會”。

但事實上，失敗博物館的總經理表示，這
個展覽其實是要通過這些成功者的失敗經歷告
訴大家，“跳出框架思考，並冒著失敗的風險
創新，才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途徑。

美國失敗發明博物館美國失敗發明博物館，，這簡直是各大知名品牌失敗品公開處刑大會這簡直是各大知名品牌失敗品公開處刑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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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位於廣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

區科學城的雲舟生物，是一家提供基

因遞送技術服務的生物科技公司。雲

舟生物董事、副總經理黃銳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在內地，政府、產業和

社會各界對生命科學和生物醫藥給予

了越來越多的重視，科研和產業都在

加大投入，高速發展，公司業務一直

高速增長。李強總理在13日的記者

會上為民營經濟打氣，鼓經濟恢復信

心，讓他們更加堅信，越是在困難的

時候，越是應該堅定地投資科技，投

資未來，才能在全球化的競爭中搶佔

先機。未來幾年，公司將新增投入近

5億美元，投資新建服務全球的基因

遞送研發生產基地。

加力投資科創加力投資科創 未來充滿信心未來充滿信心
總理在記者會上為民營經濟打氣 灣區科企自勉：李

強
主
持
國
務
院
常
務
會
議

研
究
機
構
設
置
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強3月14日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
常務會議，研究國務院機構設置有關工作，討論
《國務院工作規則（修訂稿）》。新一屆國務院
開始全面履職。

要增強“一盤棋”意識
會議強調，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期間發

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思想
性、指導性、針對性。新一屆政府要以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領
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和全國兩會精神，認真
抓好貫徹落實。會議強調，國務院首先是政治機
關，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深刻領悟“兩個確
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
“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要堅持守正
創新，系統學習掌握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深
入研究重大問題、提出重大舉措、推進重大工
作，創造性地把各項任務抓實抓好。要增強“一
盤棋”意識，團結共事、合力幹事，相互支持、
相互配合，協同高效開展工作。

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根據黨的二十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黨和

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和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審議批准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會議審議通過
了國務院直屬特設機構、直屬機構、辦事機構、
直屬事業單位、部委管理的國家局設置。會議指
出，機構改革是當前一項重大政治任務，要切實
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講政
治、顧大局，精心組織、周密實施，確保機構、
職責、隊伍等及時調整到位，確保改革期間各項
工作正常運轉、有序銜接。要以這次機構改革為
契機，適應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
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工作機制，提
高工作本領，改進工作作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
為政府更好結合。

會議討論了新修訂的《國務院工作規
則》，決定將修訂稿提請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
議審議。會議強調，做好國務院工作，必須把
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最根本的
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持和完善黨中央重大
決策部署落實機制，自覺同黨中央重大要求對
標對表，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實。
要堅持科學民主決策，堅持依法行政，推動政
府工作規範有序高效運轉。要扛起全面從嚴治
黨政治責任，鍥而不捨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及其
實施細則精神，自覺接受各方面監督，不斷推
進廉潔政府建設。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該公司獨創線
上基因載體設計和電商平台 “載體家

（VectorBuilder）”，開啟了定製化基因載
體商品化時代，是全球最大的科研級別基因
載體供應商，提供包括基因遞送方案的設計
研發與優化、科研用載體的定製和臨床用載
體的製備等全產業鏈服務。這些年，雲舟生
物一直受益於大灣區營商環境的提升。黃銳
表示，雲舟生物所在的黃埔區、廣州開發
區，營商環境在全國也是數一數二的。近年
來，海關等相關部門幫助公司解決了生物材
料進出口方面存在的難題，共同擬出一套既
符合國家對生物製品的管制，又能夠符合企
業進口的具體需求的進出口流程。該區也是
廣州市股權投資機構最密集、投資最活躍的
區域。2022年，雲舟生物在區政府等多方的
支持下完成了4.1億元人民幣的C輪融資，
並預計於今年提交上市材料。

“中國生物醫藥業集群效應已經產生”
對於公司的未來發展，黃銳充滿信心。

“當前全球基因藥物行業均處於較為早期的
階段，這是我國生物醫藥產業邁入基因藥物
新時代的重要發展契機，也是我國在基因藥
物領域引領全球新一輪科技與產業變革的關
鍵節點。”黃銳說，中國的生物醫藥產業，
不管是在政策還是財力上投入都很大，集群
效應已經開始產生，生物產業鏈從上游、中
游到下游，基本上關鍵節點都有布局，所以
他對中國未來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有信心。

廣州賽萊拉幹細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細胞生物學研究員陳海佳同樣倍感振
奮，深受鼓舞，尤其對於總理提到的“四千
精神”，深有觸動。記者會結束後，他第一
時間在朋友圈轉發了答問全文，以此勉勵自
己，激勵同業。

上世紀九十年代，陳海佳“下海”創業，
做產品、跑銷售、找人才、組團隊、找資金，
每一步親力親為，每一項成果都浸透着汗水。
幹細胞治療是世界生命科學的前沿，是區別於
傳統的藥物治療、手術治療的治療重大疾病的
新技術，具有先進性與特殊性。

通過與世界級科學家合作，引入高端科技
人才組建攻關團隊，賽萊拉在科研上持續高投
入開展創新研發，取得豐碩成果。在企業成長
過程中，無論是立項、審批還是產業政策、融
資、人才招攬方面，賽萊拉得到國家、省市區
的大力支持。他舉例，比如疫情期間，作為民
營企業，公司得到了包括科技投入加計扣除、
租金減免、人才補貼等眾多支持，使得他們有
更多資金可以投入到科研之中。

冀政府以負面清單管理幹細胞產品
“總理說到，政府部門履行審批、監管

等職責的時候，不能只踩剎車、不踩油門，
不能只設路障、不設路標，這正契合我們的
關切。比如，接下來，不管是幹細胞治療產
品還是護膚產品，我們期待政府部門以負面
清單的形式進行管理，劃紅線，推指引，明
確哪些不可以做，其它都可以大膽地放手去
做，其實這也是一種‘踩油門’，我們對未
來充滿信心。”陳海佳說。

▲▲20222022年年，，雲舟生物在區政府等多方的支持雲舟生物在區政府等多方的支持
下完成了下完成了44..11億元人民幣的億元人民幣的CC輪融資輪融資。。圖為雲圖為雲
舟生物產研車間舟生物產研車間。。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廣州賽萊拉幹廣州賽萊拉幹
細胞科技股份有細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陳限公司董事長陳
海佳海佳（（右一右一））和和
香港籍科研人員香港籍科研人員
在一起開展幹細在一起開展幹細
胞研究胞研究。。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廣州傳真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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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現行存保採用風險差別費率機制
，共分為5個級距，隨銀行資本適足率逐年提高
，銀行幾乎均集中於低風險費率，中央存保對此
正研擬調整費率架構。至於每一存戶新台幣300
萬元的最高保額，目前並未考慮調整。

金管會主委黃天牧今天赴立法院財政委員
會，針對 「美國銀行倒閉事件會否引發新金融危
機及台灣金融產業曝險程度與因應之道」進行專
題報告並備質詢。國民黨立委羅明才質詢時關注
，中央存保基金是否足夠應付民眾擠兌。

中央存保董事長朱浩民表示，存保基金水位
本身逾1300億元，另除了存保賠償準備金外，金
管會還有金融業特別準備金逾1600億元，應付擠
兌 「絕對足夠」。

另外，朱浩民提到，中央存保採行風險差別
費率，現行共有5個級距，依要保機構情形，好
的要保機構費率較低，中央存保有在研擬調整風
險費率級距架構。

金管會銀行局長莊琇媛會後接受媒體聯訪

表示，現在存保採行風險費率，內部有建立指標
評斷金融機構風險屬於哪一等級，不同風險等級
適用不同費率，但因指標已較久遠，現在銀行資
本適足率越來越高，以致銀行大部分集中於最低
風險費率。

莊琇媛指出，針對風險費率級距及銀行目前
分配狀態，中央存保內部會再檢討，不過是否意
味費率要調高，她表示 「這部分要再研議」；目
前僅是針對風險費率級距架構是否調整進行討論
，存保會進行委外研究。

莊琇媛表示，先前存保已開始研究是否要
調整風險費率級距架構，並非全是因近期美國矽
谷銀行（SVB）事件，但近期發生的狀況，將會
納入一起研議。

至於每一存款人在同一家銀行存款本金及利
息合計受存保最高保額300萬元保障，是否考慮
調整額度，莊琇媛指出，衡酌保障額度與人均所
得等數據，300萬元保障應屬恰當，目前會先維
持，暫不考慮調整。

台南耶誕燈節耶誕樹 奪美國繆思設計4大獎

（中央社）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長羅一鈞今天晚間說，猴痘疫苗預約平台預計明天下
午3時開放，以便民眾提前了解接種條件及準備預約，第一階段可預約2500人，24日施打規劃暫
時不變。

據疾管署統計，台灣目前累計12例猴痘確定病例，分別為7例本土及5例境外移入病例，7例
本土個案分別來自台北、新竹、雲林及高雄等地，皆為散發事件，病例屬於不同傳染鏈，社區風
險持續增加，疫調不易找出彼此關聯性。

原本規劃第一階段暴露前預防（PrEP）猴痘疫苗預防接種，先以6個直轄市各設置1家合作
醫院為先，預計22日開放預約。但羅一鈞今天晚間接受媒體聯時表示，因為很多民眾想要早點登
記，或有更多時間完成登記，已與醫療院所討論好，可以提前一天開放預約登記。

羅一鈞說，第一階段可預約2500人，6個直轄市合作醫院名單、開放診間時段，及預約細節
和施打注意事項，都會在明天上午10時30分的疾管署每週例行疫報記者會說明，24日施打規劃則
暫時不變。

猴痘疫苗目前由公費負擔，沒有自費市場，接種對象是與確診者曾有任何形式性接觸的高風
險接觸行為、但未曾接種過暴露後預防（PEP）疫苗者，可於健康監測期滿後接種；另外就是近6
個月內曾有高風險性行為者，例如多重性伴侶、性交易服務者、於營業場所發生性行為者、性病
患者等。

風險差別費率機制
中央存保研議調整級距架構

猴痘疫苗預約平台提前開放

（中央社）台南市政府今天表示，2022台南耶誕燈節主題耶誕樹，在美國 「繆思設計大獎」
大放異彩，囊括2023年度傳達類金獎、旅遊類金獎、展覽活動類銀獎、公共空間類銀獎等4大獎
項。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往年台南耶誕主燈區設立於舊城區湯德章紀念
公園周邊及國立台灣文學館前，但腹地太小無法容納過多遊客，先移至台南市美術館2館前，2020
年再移到台南運河旁。

市府委託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院操刀，透過設計團隊巧思，搭配運河水景，營造璀
璨亮麗的獨特造型耶誕樹，且報名參加美國繆思設計大獎（Muse Design Awards），初試啼聲就囊
括2金2銀。

市府觀旅局代理局長林國華表示，市府和雲林科大2015年起合作設計耶誕樹，相較於其他縣
市動輒新台幣千萬元經費，台南市以有限預算提供揮灑創意舞台，讓傳統節慶燈飾轉變成節慶限
定版的公共藝術創作。

2022年台南市耶誕樹以 「點一盞燈報平安」為主題，靈感來自於連續3年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及俄烏戰爭殘酷事實，希望構築人類平安及和平，在歲末時節化為安穩力量
。

繆思設計大獎創立於2015年，由美國國際設計獎項協會（IAA）主辦，是全球創意設計領域
最具影響力的國際獎項之一，鼓勵全球擁有質感、創意或設計靈感的實現，屬於全世界設計領域
人士的專業競賽。

台中台中77行政區將停水行政區將停水4747小時小時 盧秀燕視察供水站盧秀燕視察供水站
台中市台中市77個行政區個行政區2121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起將停水時起將停水4747小時小時，，台中市長盧秀燕台中市長盧秀燕2020日視察東日視察東

區臨時供水站區臨時供水站，，呼籲市民提前儲水呼籲市民提前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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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info@gmccloan.com

Jessie Wang
832-235-8283

 NMLS# 2274741

Iris Qian Wang
817-773-8604

NMLS# 2165956

Felicia Lau
316-737-8800

NMLS# 1789011

Raymond
832-6610095

NMLS# 1864886

Helen Liu
512-228-8859

NMLS# 1861199

Furong Wang
512-545-8886
NMLS# 396229

Tanya Graves
336-327-8339
NMLS# 107295

Linda Li 
512-228-8859
NMLS# 474381

Kathy Li
336-327-8339

NMLS# 1190819

Patrick Chen
972-268-9666

NMLS# 1679719

全國47州直接放貸，從十萬到四百萬，直接審核，直接放款。
百餘種貸款計劃，滿足大家所有貸款需求。詳情請聯繫當地精英貸款顧問。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短期特殊3-2-1降息方案， 降低每月付款
2.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自雇职业, 仅需24 月银行对账单

银行对账单
获贷利率

• 高达90%的按揭贷款，无MI
• 信用分数可低至660分
• 有两年的止赎权、空头交易、破产或代

用契约的时间。
• 无需提供报税
• 贷款额度高达300万美元
• 需要两年的自雇职业
• 第二套住房和投资物业的贷款率最高可

达85%。

• 可用1099
• 购买和兑现或利率期再融资
• 12或24个月的企业银行对账单（必须拥有至少

50%的企业）。
• 12个月或24个月的个人银行对账单（必须拥有

至少25%的企业）。
• 业主自用、第二居所和非业主自用
• 可提供40年的利息

INTEREST RATES AND ANNUAL PERCENTAGE RATES (APRS) ARE BASED ON CURRENT MARKET RATES, ARE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MAY BE SUBJECT TO PRICING ADD-ONS RELATED TO PROPERTY TYPE, LOAN AMOUNT, LOAN-TO-VALUE, CREDIT SCORE AND 
OTHER VARIABLES—CALL FOR DETAILS. THIS IS NOT A CREDIT DECISION OR A COMMITMENT TO LEND. DEPENDING ON LOAN GUIDELINES, MORTGAGE INSURANCE 
MAY BE REQUIRED. IF MORTGAGE INSURANCE IS REQUIRED, THE MORTGAGE INSURANCE PREMIUM COULD INCREASE THE APR AND THE MONTHLY MORTGAGE 
PAYMENT. ADDITIONAL LOAN PROGRAMS MAY BE AVAILABLE. APR REFLECTS THE EFFECTIVE COST OF YOUR LOAN ON A YEARLY BASIS, TAKING INTO ACCOUNT 
SUCH ITEMS AS INTEREST, MOST CLOSING COSTS, DISCOUNT POINTS (ALSO REFERRED TO AS “POINTS”) AND LOAN-ORIGINATION FEES. ONE POINT IS 1% OF THE 
MORTGAGE AMOUNT (E.G., $1,000 ON A $100,000 LOAN). YOUR MONTHLY PAYMENT IS NOT BASED ON APR, BUT INSTEAD ON THE INTEREST RATE ON YOUR 
NOTE. ADJUSTABLE-RATE MORTGAGE (ARM) RATES ASSUME NO INCREASE IN THE FINANCIAL INDEX AFTER THE INITIAL FIXED PERIOD. ARM RATES AND MONTHLY 
PAYMENTS ARE SUBJECT TO INCREASE AFTER THE FIXED PERIOD: ARMS ASSUME 30-YEAR TERM.

所有项目如有变动,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条件可能适用.
所有的贷款都要经过核保批准和信用审查, 本广告并不代表信用批准.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无债务收入比要求
不需提供报税
不需要提供收入證明
自住房適用
外國人身份，一樣！同等利率！！

動蕩利率，萬通助您亂中求穩

50万美元的贷款金额计算年利率，LTV为
60%，自住房。
贷款金额可高達200万美元，例外情况另行
申請
同等利率適用於
-- 1-4个单位
--租赁
--套现（LTV僅需50%）

外国公民，各類签证类型均適用（如F, J, B.....等）

允许用贈予款支付首付款，即使是出租房

相同利率，條款適用於任何人，對購房，租賃房，再融资套现匯率一樣

• 購買，首付40%，最高二百萬
• 融資套現，LTV比例最高50%
• FICO，接受 680+；如若沒有，可特申
• 过去12个月内无不良记录
• 租金DSCR为1.2，只有6个月的PITIA储备金

目前適用在加州、德克萨斯州、佐治亚州、內華達州和马萨诸塞州部
分縣區

INTEREST RATES AND ANNUAL PERCENTAGE RATES (APRS) ARE BASED ON CURRENT MARKET RATES, ARE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MAY BE SUBJECT TO PRICING ADD-ONS RELATED TO PROPERTY TYPE, LOAN AMOUNT, LOAN-TO-VALUE, CREDIT SCORE AND OTHER VARIABLES—CALL FOR DETAILS. THIS IS NOT A 
CREDIT DECISION OR A COMMITMENT TO LEND. DEPENDING ON LOAN GUIDELINES, MORTGAGE INSURANCE MAY BE REQUIRED. IF MORTGAGE INSURANCE IS REQUIRED, THE MORTGAGE 
INSURANCE PREMIUM COULD INCREASE THE APR AND THE MONTHLY MORTGAGE PAYMENT. ADDITIONAL LOAN PROGRAMS MAY BE AVAILABLE. APR REFLECTS THE EFFECTIVE COST OF 
YOUR LOAN ON A YEARLY BASIS, TAKING INTO ACCOUNT SUCH ITEMS AS INTEREST, MOST CLOSING COSTS, DISCOUNT POINTS (ALSO REFERRED TO AS “POINTS”) AND LOAN-ORIGINATION 
FEES. ONE POINT IS 1% OF THE MORTGAGE AMOUNT (E.G., $1,000 ON A $100,000 LOAN). YOUR MONTHLY PAYMENT IS NOT BASED ON APR, BUT INSTEAD ON THE INTEREST RATE ON YOUR 
NOTE. ADJUSTABLE-RATE MORTGAGE (ARM) RATES ASSUME NO INCREASE IN THE FINANCIAL INDEX AFTER THE INITIAL FIXED PERIOD. ARM RATES AND MONTHLY PAYMENTS ARE SUBJECT 
TO INCREASE AFTER THE FIXED PERIOD: ARMS ASSUME 30-YEAR TERM.

所有项目如有变动,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条件可能适用.
所有的贷款都要经过核保批准和信用审查, 本广告并不代表信用批准.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無債務收入比項目

三十年固定 6.875%
APR7.17%
3-14-23

HQ: 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ame, CA 94010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oration, Real Estate Broker,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CA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HQ: 1350 
Bayshore Highway , STE 740, Burlingame, CA 94010, Licensed in 47 States and DC. Visit WWW.GMCCLOAN.COM

請聯繫GMCC的贷款專家，免費咨詢。我們竭誠呵護您貸款的每一個關鍵環節

姓名

電話

電郵

NMLS

1. 超級Non-Qm 貸款計劃
    包括德州。
2. 不要求信用分數如果沒有，
     如有的, 680+, 如低於 需待批
3. 租金（DSCR 為1.2）
4. 目前使用在加州、得克薩
斯州、佐治亞州、內華達州
和馬薩諸塞州部分縣區。

50萬美元的貸款金額計算年利率，LTV為60%，自住房
貸款金額可高達200萬美元，例外情況另行申請

同等利率適用於  --1-4個單位 
                          --租賃
                          --套現(LTV僅需50%)

HQ: 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ame, CA 94010

INSPOINSPO基金會和休士頓中國藝術中心於上周四共同主辦基金會和休士頓中國藝術中心於上周四共同主辦
青少年藝術展及拍賣會成功舉行青少年藝術展及拍賣會成功舉行，，所得善款用於教育資助所得善款用於教育資助

(本報訊）由INSPO 基金會和休斯頓中國藝術中心共同主辦的青少年藝術展及拍賣於3月16
日週四晚6:30在休斯頓中國藝術中心隆重舉行。活動現場，數以百計的參與者，給這項活動以極
大的聲援和支持，活動最終募得慈善款$8,830.00

INSPO 基金會是一個以學生為主導成立的501(c)(3) 非盈利組織，致力於幫助低收入家庭為
有需要的學生提供相應的教育資助從而激發他們的潛能。美國休斯頓中國藝術中心是大休斯頓地
區首屈一指的青少年藝術教育中心。中心在已過的20年期間培養了數以千計藝術人才。這次的活
動給予了青年慈善組織INSPO基金會極大的幫助。

這次藝術展拍賣活動的目的是團結所有愛心人士都參與其中。任何學校的學生和任何個人只
要熱愛藝術都可以申請參與在這裡展出/捐贈他們的作品，為社區的公益慈善共同出力。活動當日
有150 幅畫作展出，分設兒童/小學作品展區，和中/高中學生作品展區。還有35幅拍賣作品。活
動開幕現場，由INSPO funder Grace Zhang， INSPO in Art President Sophia Zhang, 和 INSPO
in Art Vise President Isabell主持與主導拍賣。她們在主持和拍賣的配搭上風格輕鬆幽默，在彼此
語言的表達和銜接上過渡自然。特別是對這種上二百人參與的大型活動，她們在組織能力、協調
能力和現場把控能力上的出色表現，給在場的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活動還收到了來自KP George, Fort Bend County Judge以及德州州議員Gene Wu(吳員之)發來的
賀信和嘉獎信。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參加本次活動的自願者多達30多人。從頭一天的展前佈置到展後清場，高中

生志願者們各個都是盡心盡力。學生家長們和一些其他社會人士也都積極參與到義工和競拍者行
的列中。表明慈善這個現代文明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得到社會各屆的廣泛共識。他們的積極努力
和辛勤付出為成功舉辦這項活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然，休斯頓的各種媒體，為本項活動搖旗
吶喊、站腳助威，無論是活動開始前還是活動當日，都做出了重要而寶貴的貢獻。

除了藝術品展示，整個活動是以一個小型演唱會的形式貫穿整個拍賣流程。演唱會由Hous-
ton影視金曲演唱會樂隊金牌贊助。也特別感謝贊金牌贊助商J-Tech Digital, 銀牌贊助商減稅王，
家寶保險，貝麗兒科診所，和Colors of the Spirit 學生組織的大力支持。

本次活動所籌集的款項將專款專用，所有籌得的善款INSPO基金會都將會用於教育資助，以
獎學金和助學金的方式發放給有需要的學生。在當日活動現場有5名高中生獲得2023年度獎學金
。他們分別是：
一等獎學金$500.00兩名：Isabell Gu (11th Grade) and Cindy Tso （11th Grade）
二等獎學金$300.00兩名：Cindy Sun (10th Grade) and Teresa So (12th Grade)
三等獎學金$200.00一名：Wendy Yin (10TH Grade)

助學金部分主要資助那些有藝術夢想、但家庭生活需要相應的經濟援助的藝術學子。關於獎
學金和助學金信息大家可以登錄 INSPO網站 https://arts.inspirepotential.org/scholarship。 IN-
SPO 現在已經開放2023-2024 學年的獎學金申請通道,有需要的家庭可以申請,申請截止日期是6/
1/2023。

美國時間三月十三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加州聖迭戈美國海軍基地上，與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以
及英國首相蘇納克會面，就所謂“三邊安全夥伴關係”會談，並公佈了為澳大利亞配備核潛艇的計劃。
多國專家指出，該計劃將給國際安全秩序帶來嚴重衝擊。

根據會後三方公佈的聯合聲明來看，美國將向澳大利亞出售三艘美國“弗吉尼亞”級核潛艇，交易
大概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初完成，後續可能再追加出售兩艘。三國還計劃，以美國和英國的技術為基礎，
合作研製一種新型核潛艇。澳方稱，整個計劃預計將在二○五五年完成，耗資約為二千四百五十億美元
。

當美英澳核潛艇合作的消息一經登出，立即遭到地區國家的質疑和反對。俄羅斯表示，美英澳這一
舉動，引發了對核擴散的擔憂。馬來西亞發表聲明表示，對地區和平與安全因此面臨的威脅表示擔憂。

作為“五眼聯盟”一員的新西蘭，也對美英澳核潛艇合作有不同看法。新西蘭總理希普金斯表示，
新西蘭“仍然是一個引以為豪的無核國家”、“我們不是圍繞核潛艇安排的一部分，也不會成為該安排
的一部分”。他還提醒澳大利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生效的《南太平洋無核區條約》明確禁止任何“推
進力全部或部分依賴核動力”的船隻進入新西蘭領海。

來自澳大利亞的反對聲音更是不絕於耳。該國綠黨參議員斯蒂爾·約翰發帖批評，“美英澳核潛艇
合作協議是對澳大利亞獨立自主的重大威脅”；該協議將“導致地區軍備競賽，而這只會富了全球武器
製造商的腰包。”

澳大利亞前總理基廷十五日發表聲明稱，“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
關係”是通過遏制中國來維護美國的“霸權”，他感到擔憂，因為澳
大利亞正在踏上“危險而不必要”的旅程。他說，美英澳核潛艇交易
是一個多世紀以來澳大利亞工黨作的最糟糕的決定，澳大利亞不加批
判地迎合了美國的戰略意願。

三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國際原子能機構就美
英澳宣佈核潛艇合作發表的聲明作出回應。他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
英澳脅迫國際原子能機構秘書處在保障監督問題上為其核潛艇合作背
書。美英澳所謂遵守核不擴散承諾的表態，純屬欺世盜名。三國核潛
艇合作構成嚴重核擴散風險，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目的和宗旨，
衝擊國際核不擴散體系。

二○二一年九月，美英澳三國宣佈建立所謂“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美英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將幫助澳大利亞海軍建立核潛艇部隊
。不過，澳大利亞四面環海，擁有天然屏障，從戰略環境看，並不需要核動力潛艇。

美英提供核動力潛艇，目的就是為了給澳大利亞裝上牙齒，武裝其遠端軍事打擊的能力，從而為自
己今後在亞太地區挑起軍事衝突、攪動地區安全作準備，此舉無疑給該地區的和平穩定埋下了定時炸彈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美英澳合作搞亂亞太安全美英澳合作搞亂亞太安全 楊楚楓楊楚楓

當天出席拍賣當天出席拍賣、、頒獎會的貴賓頒獎會的貴賓、、家長極為踴躍家長極為踴躍。。 圖為當天得獎的小朋友與張要武老師圖為當天得獎的小朋友與張要武老師（（中中））與出席貴賓合影與出席貴賓合影。。
圖為圖為 「「張要武藝術中心張要武藝術中心」」 負責人張要武老負責人張要武老（（左四左四））與當晚與當晚
出席貴賓在會上合影出席貴賓在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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